
老有所乐

一周动态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今年的重

阳节即老人节在 10月 28日。在这个特

别的日子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身

边的老人或者自己说？

本次征稿重点围绕“敬老爱老助

老”的大主题，写真事、记真情、抒实感，

通过讲述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趣闻轶事

来表现当下我县老年人健康积极的生活

状态。

文章体裁不限，字题在 1000至 1500

字左右。要求联系实际、主题鲜明、语言

鲜活。

投稿方式：

邮箱：434726437@qq.com。

邮寄到天台报社（赤城路 381号）

余赛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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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重新翻阅林

美文老师的遗作《纪梦庐杂存》，书中

收录的诗词、译诗、楹联、散文和书画，

是林老师退休后所作。睹物思人，想起

林老师已离世 8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

貌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

林老师原籍浙江温岭人，学识渊博

而诲人不倦，谈吐温雅而言简意骇，讲

课时极小翻看书中内容，而经他讲解的

内容则已进入脑海。耳闻目睹，聆听教

诲，受益至今。林老师是我们 81届 14

人英语专业小班的老师，每周 9节课，6

个早上英语辅导课。对于一个年逾花甲

的老教师来说，工作量不轻。特别是早

晨辅导，夙兴夜寐，栉风沐雨，按时赶

到，是够辛苦的。小班教室设在天中教

师宿舍区，同教育区相差较远，林老师

怕我们穿梭于教学同宿舍区实在太匆

忙了，他干脆把寝室安排在小班教室隔

壁。小班教室简陋，屋舍破落，门窗西

向，寒冬腊月，西北风直灌室内，寒透骨

髓。隔壁林老师寝室更是简陋，水缸屋

灶连眠床一共 7平方米。

林老师上课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

新：上课铃响后，只见林老师右手拿着

紫砂壶，左手拿备课簿和批改的作业

本，嘴角挂着微笑，迈着他特有的矫健

步伐进来。他讲课声音洪亮，经常运用

丰富的肢体语言给我们讲解英语动词。

林老师刚开始上课时，习惯先用中文讲

一些古文方面知识，背一下唐诗宋词，

接下来再正式上英语课。他用全英语上

课，我们当时几个应届的同学起初很不

习惯，有些根本听不懂。但随着林老师

一直坚持这样上课，创造了良好的英语

氛围，我们从原来不习惯到慢慢就习惯

了。有些英语单词听不懂，课余时间问

林老师。他呢，见我们能主动问就高兴

极了，总是抽出时间不厌其烦地给我们

讲解，直到我们听懂为止。

林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

1981年 7月 9日高考结束后，我们高中

毕业生全部放假了，高考前林老师曾对

我们千嘱咐万叮咛，15号要参加口语英

语高考，14个同学 13 号 8点钟务必赶

到小班教室上口语。但是，我们把这件

事忘了，跑到一个同学家玩，林老师从

上午 8点钟等到 10点钟还不见我们一

个身影。他通过打听找到同学家。当时

我们玩得正开心，哪晓得林老师会找上

门。我的心情当时很复杂，既感动又深

感内疚，让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在酷暑

难忍的天气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还心

急如焚亲自找上门要为我们上英语口

语课。我没脸面对林老师，充满愧疚的

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多好的一个老

师，他心中时常关注着我们，对我们的

学习时刻放在心头，一年来他为了小班

学习方便，他敬业励志，无私奉献，然而

长期的劳累，他病了，剧烈的咳嗽使他

痛彻肺腑，但他总是忍着，坚持把小班

学生负责到底。

林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一直秉持着

一个人民教师高度的责任心和历史的

使命感，小班同学在他的鼎力教育下，

考上大学英语专业的有一半以上，这些

同学当时大学毕业后，正当天台教育界

英语老师最缺乏的时候，一些同学分配

到天台各所中学执教英语，个个都比较

有出息，林老师教书育人五十几年，桃

李满天下，教出的其他各届学生杰出人

物数不胜数。

总之，林老师对我们小班学生倾注

了很大的心血，38年过去了，想起那时

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先生的古文功

底令我佩服万分，他的书法功底更令我

刮目相看，我时常摩仿他写字的特点。

我对书法的爱好源自于林老师高超的

书法水平，教我一生受益。“感念木铎

藉酒颂，青春最忆是师恩。”“一日为

师，终身为父”，我那种思念恩师的情

愫一点都没有减弱，虽然林老师只教了

我一年的英语，但是他给我上课时的情

形我至今难以忘怀，啊！我敬爱的林老

师，您的遗作《纪梦庐杂存》我还将更

加细细品读，从 1980年到 2017年时间

跨越了 38年，如今我已退休三年多，仍

还在天台农商行从事文字工作，发挥自

己的余热。在我经历了人生风雨几十年

后，我始终认为林老师作为一名教师他

是成功的，他只上了我一年的课，但过

去了 38年，他当年给我上课时的情景

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林老师的人

品、师德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在以后

经历的人生道路上思源不断，感受嘉

惠。证明了我的老师林美文堪称良师、

名师！

林老师您永远安息吧，您的学生将

永远追寻你的人生道路，把您当成我做

人做事的学习榜样，在以后的人生道路

上不管遇到怎样的人生挫折和生活磨

难，都要秉持自己的本色，为社会、为农

信事业多作贡献！ （叶敏华）

恩师教诲影响我一生

赤城街道老协
部署敬老月具体工作
“关爱老年人，欢庆十九大”

为主题的全国第八个敬老月即将

到来。为了使街道全体老协会员，

在今年老年节和敬老月活动中有

敬重感、关爱感、获得感。9 月 18

日，赤城街道老龄委和老协召开

了老协理事和各大片会长参加的

联席会议。会议商定了好儿女好

媳妇名单，确认了特困老人补助

人员，要求做好 90周岁高龄老人

的统计上报工作。会议还对老年

节和敬老月活动进行讨论和部

署。 （余丰华）

警报声中“学习日”
县教育局退休干部党支部学

习日定在每月 10号。而九月份的

学习日却选在 9月 18日，旨在不

忘国耻。今年的“九一八”，警报

声声中，我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有关强国强军精神的论述，学

习了总书记对老年人关心关爱的

重要讲话精神。然后展开讨论，大

家认为，从 1931年 9月 18日开始

的抗日战争，我们天台人民涌现

了抗日志愿兵团，开办了“抗大”

式的天台大公中学，培养了像王

家扬、汤皋等抗日先锋，成为全国

抗日模范县。大家表示要努力做

好关心下一代成长、党建示范点、

文化养老等工作。 （张谷清）

县农业局老人游览嵊泗列岛
9月 11日 -14日，县农业局老

协组织了 30 多位老人游览嵊泗列

岛，观赏海岛风光。因台风影响，行

程途中就紧急撤离，再辗转太湖之滨

的湖州及南浔镇，于 14日提前一天

结束回天台。

4天的游览让老人们不但放松了

心情，亲近了自然，还增长了见识，开

阔了眼界。 （阮技红）

栖霞片老协
举办基层骨干学习培训会
为了给换届调整后的基层老协

骨干人员“充电”，使之能更好工作，

为建设“名县美城”作贡献。

9月 16日，在县老龄工作骨干培

训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赤城街道栖霞

片老协在塔后村举办了自然村以上

“两老一少”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学习

培训会。

会上，传达了县老协骨干培训会

的主要内容、精神和要求。小结了片

工作简况。宣读了基层老协性质、组

织和规范化条件等。随后，大家还参

观了风光迷人的塔后村貌和老协优

秀活动中心。

（余丰华 赵贤定）

玉湖村老协党员
参加党日主题活动

9月 15日上午，始丰街道玉湖村

老协党员在村会议室，参加村党总支

召集的主题为“志愿服务，为名县美

城作贡献”党日学习讨论活动。先后

学习了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俞秀成

等先进事迹。宣读了《关于改革社会

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的意见》和《浙江省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等。通

报了近阶段本村重大党务、村务工

作开展等情况，并进行了讨论，广大

老协党员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建

设性建议和意见，收到较好效果。

（余丰华）

北片老年学校学员
学书法感恩党

9月 20日，赤城街道北片老年

学校学员会聚一起，在听取了赵文

本会长传达县老龄工作骨干培训会

精神要点后，学习了书法的意义和

基本技巧。然后，会员们对照参考样

张，统一用硬笔书写“饮水思源，知

恩图报”八字，并反复对练。很多老

同志都说这样学习收获不少。

（余丰华 赵文本）

重阳节征稿

9月 17日，笔者欣喜地接到中国杭州国际

棋文化峰会的邀请函，将于 10月 14日至 15日

在杭州天元大厦举行第五届（2017）中国杭州

国际棋文化峰会。“鉴于您是‘2017年度棋文

化研究 8+X课题’论文作者，经组委会研究，现

诚挚邀请您出席本次峰会”。这邀请函对于本

人来说，实属欣慰。一是全球唯一专项研究棋文

化的国际性峰会，二是“棋文化研究 8+X 课

题”招标后，全球专家学者申报，批准立项很不

容易。笔者申报课题获批准，还得到 5000元课

题资助费。三是要求写 5000字以上的课题论

文，我写了 1万字的课题论文《“浙东三连星”

在实现中国梦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

上报去之后就通过了，让我抒写爱国爱乡主旨，

体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精神，甚感欣慰。

（张谷清）

欣接“邀请函”

随笔

“火光霞焰榴实繁，婀娜俏姿枝上

悬。红腮笑破新月满，疑是仙境现人间。”

此诗句说的是中秋节前后石榴成熟、挂

满枝头的盛景。家里道地的石榴也熟了，

虽然没有诗句里说的盛景，没有疑是仙

境现人间的感觉，但每天开门就能看见

挂在枝头的石榴倒也赏心悦目，温馨甜

美。

这株石榴树从苗圃搬到家里已有三

个年头了，第一年由于人生地不熟，它结

了 6个果子，熟时终不成样子。去年开花

的时候，满树花儿红如火，我心里那个美

啊不亚于这石榴花儿的红。只是好景不

长，许多花儿好看不结果，时不时地往地

上掉，急得老公打电话到苗圃问老板找

“解药”。在老板的遥控指挥下，最后 30

多个石榴挂满枝头。那年“十一”，邀请

了好朋友的孩子们一起采摘，每人带走

一个二个，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品尝的时

候，我们才知道这石榴籽大肉少，跟超市

卖的质地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去年石榴开花期，枝头花儿零星点

缀，我在心里祈祷它们能好好长大。每当

老公说，这花再掉些日子就没了。我总会

埋怨他不会好好说话，这花像人一样也

需要赞美和信心。老公觉得我不可理喻，

呵呵，不管他怎么想，面对石榴花儿，有

时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说：“加油，好好长

大。”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好在只要结

果的石榴，很少夭折了，最终有 20多个

婀娜俏姿枝上悬。可惜，最后 10多个挂

在围墙外的石榴，都被哪位不速之客顺

手摘走了。

天天看石榴，有一段时间从外表上

你不见得它们有变化，可是它们的空间

位置告诉你，它们天天在成长。挂得最低

的几个石榴，刚结果时高过我的头顶些

许，慢慢地就碰到我的头顶、脸颊了，最

后就沉甸甸垂到我的肩下了。道地里有

株石榴树就是好，大树底下好乘凉。整个

夏天，我的电瓶车就停在树下，一点都不

用怕火辣辣的太阳。每次停车，与石榴零

距离接触，我要么报以微笑，要么对它们

说：“亲爱的，好好长。”哈哈哈，是不是

有种精神错乱的感觉。随着石榴的长大，

经常听到路过的大人跟小孩说，这里有

这么多石榴，好好看啊。有时候，他们还

会停留一会儿，一起数数石榴，一起说说

石榴的事。

昨天，老公对我说，石榴可以摘了，

我告诉他，还没过重阳早着呢。其实，今

年我压根儿没想过要采摘它们了，只希

望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老去。因

为在我看来，它们的食用价值远没有它

的观赏价值大。 （湛湛）

枝上石榴悬

欢乐
时光 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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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杭州的高铁上，我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了另

一辆火车的映像，张爱玲坐过的某辆火车。

抗战胜利后，曾为汪精卫政府服务的胡兰成因

汉奸身份而藏身永嘉。张爱玲，在那一年冬天，坐火

车从上海出发，一路南下去找胡兰成。早晨上了火

车，中午才到杭州。杭州到温州应该很近的，但是据

《异乡记》的文字，这一趟路程，她走了好几个月。她

是与一个“闵先生”同行的，每到一处，都要借宿，有

城市里的人家，也有“半村半郭”的人家，最后在

“闵先生”家里还耽搁了几十天。这一路上，她入乡

随俗，迁就环境，有一次坐独轮车，由于车夫的粗心，

她还被甩到了山路上，与那个在上海着“奇装异

服”、孤傲自立的张爱玲比，我每每深叹：爱，有着不

可估量的推力。

或许是这个舒适快速的高铁让我在意外中想起

了六七十年前张爱玲南探胡兰成的火车，因为那一

时刻，对于她来说，无论是物质条件或精神世界，都

极为痛苦的。在这点上，多多少少让人觉得她也是人

间烟火中的人，并非只有绚丽、里外孤傲的一面。回

到家里，躺在床上，我愈发地想起《小团圆》、《异乡

记》等书来。

我并非真正爱读书的人，图书于我只是消遣，并

无深究，这两本书，在其闻世时，我便已找来读了，至

今不过是印象模糊。此回找出来，异常心静地再读，

顺便又去查找关于张的资料，果然有两本是我家还

没的，《张爱玲在美国》《煊赫旧家声》。前一本，路

遥尚未达，后一本已速速翻阅。其实，也是旧内容的

新妆容，关于她的身世、作品、生活，她自己的，别人

的，已不计其数。比如夏志清、陈子善等专家的专业

挖掘，后人难有新意超越，要说纪实，也难有人可超

过她与宋淇夫妇、夏志清等人的书信往来。因为不见

了她弟弟与人合著的书，查了好几个网购，最后心意

诚诚地买了《我的姐姐张爱玲》。不太记得多年前读

此书的感受，大概一般般吧，因为我似乎没有收藏

它。此番读来，几次潸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姐姐不辞而别，被姑姑的一

句“你姐姐走了”隔在门外，只好到楼下去抽泣的弟

弟，到了八十年代才联系上了姐姐，并“决定要为她

写点东西”。“姐姐和我都无子。如今姐姐走了，我也

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岁月苍桑，恍如隔世。

立在书橱里的书的作者，大多都不在人世了。我

不认识他们，有时又觉得他们就在我的心目里，与他

们是熟悉的，他们给了我很多。我非常喜欢《明朝那

些事儿》的收尾。波澜壮阔三百年，帝王将相成败一

念间。过往的历史，似乎没有喜剧。唯有徐霞客的人

生，是可以给人带来心平气和的，让我在沉沉的那些

事儿前，透出一口气———“成功只有一个———按照

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她也做到了，或许。 （天湛蓝）

秋日私语
孩子喜欢吃肉，炒的、炖的、红烧的，

包括做成丸子，他都爱吃。但他不喜我做

的，说不香，不好吃。是的，我也觉得不好

吃，包括外面厨师做的，都没有小时候母

亲做的好吃。

那时的冬天，总有那么几次，母亲会

炖一锅满满的菜头焖猪肉。白天去地里

拔个大菜头，叶砍了喂猪，再把须除净，

清洗放好。晚饭后，将洗净的菜头切成大

大的一块块，母亲称之为来刀块，再将买

来的肉清洗，同样切成来刀块，肥瘦兼

有，一起放进大锅里，水少少放一点，再

加点盐盖上。作为孩子，这种时候，我们

都是很积极的。尽量地凑在边上打下手，

点火烧柴更是早就准备着的事。等一声

令下，火柴嚓的一下就着了，从点火的毛

柴开始，一步步越放越粗，到柴爿为止，

旺旺的大火。围着灶台，香气越来越浓。

等母亲将厨房收拾好，猪喂完，老母鸡的

门关上，一家人再聊会天，这菜头焖猪肉

就可以熄火了。于是，留下锅灶里红红的

炭火，烧柴的任务完成了。当然，在差不

多结束前，母亲往往会打开盖子，用铲子

铲几块肉和菜头出来，给我们这些小孩

解解馋。那时的我们，最能真切的表达就

是：好吃！第二天早上起来，外面寒冷得

结冰，但锅里还能感受到浅浅的余温，早

餐就着多吃一碗那是必须的。

好吃的肉，还有粥里滚过的排骨。每

年年底杀猪后，母亲总会把割成一块一

块的肉抹上盐，腌一下，晾起来。母亲说，

这样可以放得久，腌过的还能更香。在偶

尔一天，母亲把俺好的肉拿下来，准备晚

餐做菜。在取完肉后，还剩下一根根的排

骨。大锅里是粥，饭刚捞上来，母亲把排

骨放进去滚。熬粥的过程，咸肉的快速散

发。煮熟后，捞上来一人一根。这时的我

们最是兴奋。那排骨外面没什么特殊的

颜色，但混合着咸咸的香气，却是异常的

诱惑人。我们虽然激动，却不会狼吞虎

咽，而是小小咬一口，慢慢咀嚼，享受满

嘴的香味。

当然，还有吃不到的肉最好吃。家里

偶尔会炖点猪肉酒给爷爷补身体。从村

小店打两斤黄酒，放酒雕里面，舀酒勺的

柄长长的那种。小时候最觉得神奇的是，

店老板从不称酒的重量，舀几勺就好了。

我曾怀疑，他这估的重量准不准，但大人

们都不说，我也不敢开口。酒打回来后，

肉是切成小片小片的瘦肉，一起放到白

白大大的搪瓷杯里，再在锅里加点水，把

杯子放进去煮。随着时间的延长，甜甜

的、酒的香醇慢慢蔓延，再逐渐的，肉的

香味也缓缓融入。身处其中，我们只会形

容：好香啊！在快炖好时，还会加入糖，更

香甜了，但这些没有我们的份。虽然我们

会很懂事地走开，但那种香味，却一直缠

绕心头。有次，奶奶给我们几个小孩一人

夹了一小块肉，我们都抿着嘴巴不舍得

咬，等那种香甜的味道渐渐消失殆尽，才

慢慢动起牙齿。那时，最美好的梦想，就

是长大了，挣钱了，自己也要炖一碗满满

的猪肉酒，吃到撑着为止。

现在，楼下果蔬超市门口天天有肉

卖，骑着三轮车的杀猪人经常在附近吆

喝着，肉不再是一年上不了几次餐桌的

奢侈品。但无论是炒的、炖的、红烧的，包

括做成丸子，我都做不出曾经喜欢的味

道。也曾向多人取过经，包括自认为技术

最好的母亲，也曾在各种餐桌上挑选，包

括那些他们推荐的好肉，但是，那种令人

怀念的、回味无穷的肉，却再也没有出现

过。或许，最好吃的肉，是只有妈妈才能

做出来的童年的味道。 （袁慧丽）

好吃的肉

停电线路：平镇变宁协 745线———73#
杆弯塘支线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平桥镇：天台县西南滤布
厂、筻下村、后村、上潘村、弯塘村。

停电时间：2017 年 9 月 27 日 6：00—
18：00。

工作内容：1. 10KV宁协 754线弯塘支
线 35#至 35-6# 杆架设导线，后村 3# 公
变高压引线搭接。2. 10KV宁协 745线弯塘
支线，36#至 44#杆架设导线。

停电线路：110KV 洋头变：东风 640
线———洋头变 8221#主线开关，朗树 8223#
分段开关之间。

停电范围：三合镇：大水坑村、山上叶
村、里叶村、里岙洋村、外叶村、三合镇联合
行政村联合村、灵溪村、灵村、盘谷岩村、岭
头周村、同谊村、文岙村、下山交村、下路王
村、岩店村、上坊村、里岙村、灵东村、西安
村、下路村、下路王村、蕉园村、箬山村、大

路周电站、三合电站、三合下炉橡胶厂、式
福公司、天台嘉圣隆橡塑有限公司、天台凯
利通轮胎翻新厂、天台万基橡胶有限公司、
天台县安凯交通设施厂、天台县富有塑料
制品厂、天台县共兴橡胶制品厂、天台县佳
贤轮胎修补厂、天台县津华水胎厂、天台县
灵清池农家乐、天台县龙珠橡塑制品厂、天
台县贸圣橡胶制品厂、天台县铭通机械有
限公司、天台县双江橡胶厂、天台县双耀交
通设施厂、天台县天兴橡胶厂、天台县益泰
橡胶厂、天台县奚参赞轮胎加工厂、天台县
昊铁橡胶有限公司、王如玉公司、杨仁同公
司、浙江红石梁集团热电有限公司、浙江沪
天胶带有限公司、浙江民泰橡胶有限公司、
浙江省天台县三马橡塑有限公司、浙江天
台福祥制带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分公司、奚富熙公司、奚供基公
司、奚拥桥公司、奚忠平公司、奚尊科公司、
东风电站。

停电时间：2017 年 9 月 27 日 5：00—
20：00。

工 作 内 容 ：10KV 东 风 640 线
11#~21#、47-5#~47-12# 线路拆除，21#、
22#做耐张，7#、21#、22#线路搭接，11#杆

搭接电缆至岩店 1#、2# 公变，23-5# 杆以
下线路割接至新线路 27# 杆，47-10-10#
杆搭接至新线路 63-5#杆，47-20#杆搭接
至新线路 73# 杆，灵溪 2#公变进线电缆改
接至 10KV东风 640线 47-5#杆。

停电线路：110KV 洋头变：泳溪 639
线———尖山 T821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坦头镇：溪南村、大蓬窠村、
四合村、外岙村、杨家岙村、干坑村、湃头
村、上安村、文头村、横山村、赤岩村、尖山
村、坎头村、下姜村、丰加村、后门庵村、坎
头湖村、兰湾村、张家山村、三王岭村、山里
周村、外周村、三王岭电站、天台县华溪水
电站、杨家岙电站。

停电时间：2017 年 9 月 29 日 5：30—
19：30。

工作内容：泳溪 639 线 86# 杆支线
10KV 配电线路及设备大修工程，10KV 泳
溪 639 线 86-33# 杆—86-44# 杆立杆，安
装横担及附件、导线放紧线。

咨询电话：95598
国网浙江天台县供电公司

2017年 9月 20日

国网浙江天台县供电公司

停电公告 天台县恒达运输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 A1、A2、B1 驾驶员：

要求：1.遵纪守法，政治面貌无各类不良行为记
录，被录用者无条件服从公司安排，遵守公司各项规
章制度。

2. 持有与本公司营运客车所需的准驾车型相符
的驾驶证及上岗资格证。

3.驾驶技巧熟练，男性年龄在 50周岁以下，女性
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取得 A1 驾驶证后有六年以上
安全驾驶年资的可适当放宽年限）。

4.三年内无重大责任事故发生（需交警部门提
供有效证明）。

5. 驾驶职业道德良好，在相关部门无违章记录
（未上黑名单）。

6.身体素质良好，无各类慢性疾病和病史，体检
合格。

7.具备初中以上学历。
报名方式：持本人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

原件及复印件至我公司现场报名。
联系人：陈先生 13867643126（643126）

谢女士 13967608834（528822）
报名地点：运管大楼 512室

天台县恒达运输有限公司
2017 年 9月 12日

招聘启事


